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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湖南制造交出一份不错的“半年
报”：1至6月，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累
计增速由负转正，增长1.9%，居全国第
八、中部第二位。

湖南工业经济如何实现在全国率
先企稳回升？在市场需求下滑、产业链
供应链继续承压、小微企业风险加大等
困难面前，湖南制造如何稳中求进？

7月28日，记者专访了省工信厅党
组书记、厅长曹慧泉。

领军企业带动、重大项目
拉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链
协同复工复产

受疫情影响，我省工业经济一度开
局不利，1至2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同比下降7.4%。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全省工业战线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曹慧泉说。

抓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省里全力支
持医疗物资企业增产扩产转产，医用防
护服、N95口罩、核酸检测试剂盒等从
无到有，口罩日产量增长100多倍，呼
吸机、消杀用品等迅速满足省内需求，
并支援全国和全球抗疫。

先行一步抓复工复产。早在 1 月
底，我省在全国率先调度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情况。到2月25日，全省规模工业
企业复工率已超过90%。

“突出领军企业带动、重大项目拉
动、信息技术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
产。”曹慧泉说。确定产业链重点企业
438 家，“一企一策”帮助解决堵点卡
点；举办多个产需对接会，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加强合作、增加订单；精细
调度服务项目，207个制造强省重大项
目开复工率4月份达99%以上，120个
重大产品创新项目投资进度过半。

优势产业发挥亮眼，新兴动能较快
增长，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从3月份开始
保持4%以上的增长，有10个市1至6月

规模工业增加值实现由负转正，湖南工
业经济在全国率先企稳回升。

抢抓机遇，加快培育发展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和先进
制造业集群

曹慧泉认为，虽然形势复杂多变、
下行压力加大，但只要坚定发展信心，
抓住发展机遇，推动我省工业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下半年工业经济运行整体将
保持企稳态势。

当前，我省工业经济发展至少面对
三大机遇：国家政策机遇，在扩大内需、
加快新基建、推进制造业自主可控发
展、加大金融支持制造业力度等方面，
形成了难得的国家政策环境；产业链重
构机遇，疫情促使产业链本地化配套趋
势更加明显，我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带来先行优势，有条件谋划引进一批延
链补链强链产业项目；优势产业提升竞
争力机遇，我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
材料等产业具备领先优势，成为应对不
确定性、抢抓发展机遇的主要支撑。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加大力度培育发展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曹慧泉说。

继续做强优势产业，精准补链延链
强链。支持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特高压电力装备等优势企业，抢占新
基建市场空间。围绕“3+3+2”产业集群，

“一企一策”服务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
培育一批技术引领型小巨人企业，以优
势产业的加快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

围绕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
局项目。继续谋划和实施5G网络、大数
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充电桩等新基建
重大项目，布局一批生物医药、新材料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发展数字经
济，扩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鼓励支持
企业“上云上平台”。

抓住技术创新和“补短板”机遇。在
国家战略中贡献湖南力量。立足我省信
创工程、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等有一
定基础的领域，组织省内龙头企业和科
研机构参与国家工业“四基”攻关。聚焦
我省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的
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巩固产业基础，
提升产业链水平。

聚焦优势产业提升竞争力
——访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阳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
教育，是教育扶贫里最直接、成效最明
显的方式。近年来，在我省脱贫攻坚主
战场的湘西地区，越来越多的贫困学子
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留在本地就业、创
业，为地区产业转型提质和乡村振兴注
入了不竭动力。

7月下旬，记者走进怀化和湘西州
的部分职业院校，感受到武陵山片区职
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及人才培养所
起的重要作用，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扶
贫功效。

“一户一人一技能”全覆盖
7 月 25 日，正值凤凰古城旅游旺

季，刚从凤凰县职业中专毕业的刘雨芝
回到古城，向过往游客热情地志愿讲
解，通明的灯火照在沱江上，也映红了
她清秀的面庞。

“我想为凤凰旅游代言，让更多人
认识我的家乡。”雨芝的家离古城仅40
分钟车程，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已顺
利通过单招，即将进入长沙商贸旅游职
院继续求学的她，离家门口“就好业”的
目标又近了一步。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仅去年
一年就有8476名和刘雨芝一样的建档
立卡户子女免费接受学历教育，同时还
为5698名建档立卡户富余劳动力开展
乡村游讲解员、电商、保育员、月嫂、巾帼
巧手脱贫等免费职业技能培训100余
期，帮助贫困家庭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通过一技之长实现脱贫致富。

通过“学校+公司+贫困户”的合作
培养模式，泸溪县第一职业中学为
6900位“两后生”提供短期技术培训，
并实现全县 13000 余名农村贫困户

“一户一人一技能”全覆盖。
来自泸溪县解放岩乡的建档立卡

户子女罗哲是受益者之一。他选择了自
己感兴趣的网页设计专业，学成后南下
深圳求职，成为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
技术总监和合伙人，年薪超15万元。尝
到甜头的他又推荐妹妹罗燕也到泸溪
职中学习，原本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过
上了幸福新生活。

而在距离泸溪县 240 公里的新晃
侗族自治县贡溪镇，毕业于怀化职院畜
牧兽医专业的“鸡司令”蒲学慧返乡创
业 8 年，成立夜郎贡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构建集体饲养、出售贡溪鸡养殖产
业链，6年间带动200余户贫困户加入
养殖大军，养殖户年增收 5 万余元，真
正实现了“一养带万户、一业带多业”。

据介绍，2014年以来，怀化共转移

农村贫困人口就业3.1万人，2015年至
2019年，为21.28万人次中职学生发放
国家助学金 2.1 亿元，免除 32.48 万人
次中职学生共计 4.18 亿元的学费，越
来越多的建档立卡户子女通过职业教
育改变命运，迈上人生新台阶。

新路子：定向培养振兴
美丽家乡

在怀化市教育局，记者了解到这样
一串数字：2019年，怀化全市中职毕业
生 16153 人，就业 15805 人，本市就业
率为42.4%，而在2018年，这个比例仅
为 28.6%。“随着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
的不断深化，不少中职学生毕业后就直
接进入企业工作；而全市职业学校的专
业设置，也在紧紧围绕全市脱贫攻坚战
略和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怀化市
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陈恢清说。

近年来，一家家企业相继在怀化国
家高新区、怀化经开区、各县 （市、区）
工业集中区落户。作为怀化市装备制造
业职业教育集团的牵头单位，怀化工业
中专加强与湘鹤电缆、辰州矿业、金升
阳科技等50余家本土企业紧密合作，
实施工学结合。今年疫情期间，在金升
阳科技有限公司出现“订单多、无工用”
的困难时，该校火线驰援，不到一个星
期的时间就将 123 名学生选拔入厂跟
岗实习，让企业恢复正常运转。

在自治州，一条职业教育助推乡村
振兴的“新路子”，也在生根发芽。面对
长期以来基层农技人才“找不到、招不
来、留不住、年龄结构老化”等突出问
题，湘西职院积极争取州委、州政府支
持，采取“党委政府出编+地方高校培
养+基层定向服务”模式，从2018年至
2025 年每年为乡镇基层培养 200 到
300名农技特岗生。

为保证培养质量，学校对农技特岗
生采取在校学习2年半，在签约岗位实
习半年的教学模式，由州财政每年安排
专项经费200万元，用于农技特岗生培
养专业建设、聘请专家授课、开展实习
实训等，由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解决实践
教学基地，并由湘西职院整体推进农技
特岗生自学考试“专升本”工作。

“农技特岗生的定向培养让湘西学子
尤其是农村贫困学生的成才之路、脱贫之
路得到了更大拓展，他们毕业后，将在广
阔农村大显身手，成为服务农村农民的中
坚力量。”湘西职院党委书记谭吉慧说。

以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以乡村振
兴提升脱贫成效。面貌一新的湘西地区职
业教育正积极探索一条精准扶贫可持续
发展之路，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开发与扶贫
攻坚的主战场作出重要贡献，孵化出更多
留在家乡、建设家乡的技能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王琴 龚杰媛 刘晓盼

疫情突袭而至，对生产生活各方面
形成强烈冲击。防控疫情需要底气，复
苏经济需要动力，守住能源保障安全
线，能源匮乏的湖南面临考验。

“打有准备之战、打主动战，积极为
能源供应保障创造条件。”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从煤电气油全方位抓实能源
生产、畅通能源供应，各级各相关部门
科学调度促进产运需衔接，全省能源企
业全力以赴稳生产、保供应。

据省统计局 7 月中旬发布的湖南
经济形势数据，上半年，全省能源生产
快速恢复，煤炭、电力、汽柴油等主要能
源产品产量全面回升，企业生产和居民
生活用能得到有效保障。

三湘大地动能澎湃，为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加速跑”备好了动力、筑牢
了安全线。

保障供应——
精准保障防疫用能民生用能

恰逢春节用能高峰，保障能源供给
不容有失。进入应急状态后，1月30日
全省能源保供工作会议召开，快速应
对、周密部署，最大限度缓解疫情带来
的负面影响，稳定市场预期。

“我们从2月1日开始对全省煤电
油气日度运行数据采集上报。”省能源
局综合处处长彭涛说，日入库数据达
1000 余条，这些数据成为特殊时期省
委、省政府分析全省能源供需形势的重
要依据。

省内各级能源管理部门闻令而动。
从成立能源保障专班，闭环研判能源全
领域供需情况，协调调度保供工作，到

建立能源保障、能源企业复工复产、重
大问题协调等应急调度机制，能源供应
底数摸清、问题明了；从逐一细化各类
能源保供措施，到合理统筹多种能源联
调联动，能源保障分类施策、责任压实。

用能走高时，70 台车辆纳入绿色
通道，解决部分电厂液氨库存告急问
题，成功避免出现大面积停电；协调湘
西州的液化石油气由湖北荆州供应改
为从岳阳长炼公司运输，确保了湘西地
区天然气供应稳定。

在保供主战场，石油石化企业统筹
供应渠道，抢调油气资源，上万名职工
为全省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服务；湖南
电网运行平稳，发电企业、供电企业超
2万名职工坚守岗位，开展保电应急值
班、设备巡视、应急抢修待命。

疫情防控用能、民生用能得到精准
保障。省内124家防疫医院、363家发热
门诊、41 家医疗用品生产企业用能纳
入全天候监测，全省居民用户不断油、
不断气、不限电、不涨价。

激活动能——
提振用能需求推动经济复苏

7月27日，蓝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对在 7 月“扩需增发”电力专场交易中
购买的电量进行了结算。

“受疫情影响公司原本计划减产。”
该公司负责人刘奇镇说，电量专场交易
使每度电减少约3.6分钱，优惠力度之
大令公司改变计划，果断抓住机会开足
马力扩大生产规模。上半年，蓝伯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用电量同比增加3683万
千瓦时，同比增长23%。

“‘扩需增发’电量专场交易是我省
为激发复工复产活力专门推出的。”省
能源局电力处处长袁劲松称，复工复产

初期，全省工商业能源消费整体偏弱，
1 至 2 月，成品油消费量、天然气消费
量、全省用电量全部同比下降，“能源消
费量是经济的晴雨表，促使能源消费从

‘打开供给约束’向‘扩大内需’转变，是
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一环。”

我省将降低用能成本作为激发市
场活力的重要策略。

省发改委于 2 月底、3 月初连续下
发通知，对高耗能行业外企业按95%结
算电价，对直供工业等用户的用气价格
降低20%。两项政策叠加降低我省企业
用能成本11亿元以上。

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除“扩需增发”
外，还创新推出“减弃扩需”、清洁能源
等电力专场交易，上半年促成电力市场
成交电量226亿千瓦时，占发电量的1/
3 左右，交易电价降幅从去年 0.82 分/
千瓦时扩大至1.94分/千瓦时。

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湖南分公司是
我省天然气主要供应者，除执行阶段性
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政策外，还根据企业
用气波动，协助解决复工难点，对照不
可抗力原则申请免除部分客户偏差结
算义务，上半年累计让利3.3亿元。

负担减轻，信心增强。上半年，湖南
工商业用能量划出一道快速攀升的曲
线，湖南电网售电量超过 700 亿千瓦
时，售电增速由负转正；天然气销售额
近16亿立方米，超计划额度；成品油消
费量近543万吨，其中二季度比一季度
消费量增加71万吨，增长30.1%。

能源消费全面回升，支撑起湖南经
济社会以最快速度恢复“元气”。

开启新局——
加快推进能源重大项目建设

7 月中旬，500 千伏星城变电站新

建主变压器成功冲击受电，标志着长沙
电网建设“630攻坚”行动全面完成，安
全供电能力提升至1000万千瓦负荷，
长沙城乡用电“卡脖子”成为历史。

不仅仅是长沙，在永州，永州电厂
建设马不停蹄，湘南电网缺乏电源支撑
的局面即将改变；在岳阳，平江抽水蓄
能电站年度投资计划翻番、铁水联运储
备基地加紧推进，我省能源储备短板加
快补齐……

三湘大地上，到处有能源重大项
目提升全省能源供应能力的“新生力
量”。

统计显示，截至 6 月底，湖南电网
供电能力已突破3000万千瓦，全省天
然气日均合同供应 900 万立方米且
LNG 补充充足，成品油库存约 45 万
吨，电煤库存达 30 天以上，供应和储
备均较充足。

“但能源短板依然存在，供需矛盾
仍未消除。”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
局长姚英杰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统筹推进防疫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
进一步筑牢基础、积蓄动能。

早在3月份，我省召开了能源重大
项目推进会，明确了38个重大项目、总
投资480亿元的年度建设任务。

通过建立分级分类、统筹协调的项
目推进机制，专题解决了能源项目用
地、规划等问题，截至6月底，38个项目
完成投资近200亿元，基本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我省能源结构正朝着“拓
源、强网、增储、扩需、促改”的方向不断
优化升级。

能源重大项目建设还为各地经济
复苏带来契机。雅中直流、南阳-荆门-
长沙特高压入湘工程，在省内新增就业
岗位近万个，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约
100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罗勇 樊田俊

不到2年时间，新能源客车从日产
1.5台，提升到日产16台。今年10月，新
的超级工厂将投产，年产能有望达2万
台。位于常德经开区的常德中车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借助高铁技术，实现“高
铁速度”跨越式发展。

技能升级破解产能瓶颈

7月27日下午，记者来到常德中车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上
百名工人紧张有序生产，制材、电焊、组
装、喷漆……一台台崭新的新能源客车
走下生产线。

一台大型数控机床最为繁忙，转眼
间便将一根6米长的钢管切割成尖角、
斜口等各种形状的部件。现场指挥的生
产运营主管孟中华告诉记者，这台设备
是 2018 年厂里升级改造时引进的设
备，由常德中车新能源与机床生产商联
合研发，误差精确到15微米以内，相当
于原来4台设备且精确度还要高。

常德中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原
名大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通

过增资扩股，成为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车电动进
驻后，投入2000多万元进行技能改造，
引进一批先进生产设备，推进产能技
改，优化产线布局，实现产能瓶颈突破，
由原来的最高日产1.5台，提升至日产
16台。推行中车卓越绩效管理战略，实
行中车“Q”质量管理体系，以高铁科技
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

“坐上新能源客车，犹如登上高铁，
舒适宽敞又明亮。”常德中车新能源副
总经理黄达说，该公司研发的新能源客
车，内部对标高铁设计。车辆性能动力
十足，每公里耗电约0.4度。搭载的“云
控”智能管理平台，可实时监控车辆和
驾驶员状态，安全且高效。

1年多的时间，常德中车新能源充
分利用中车在轨道交通领域的核心技
术，实现技术领先、市场拓展，产品国内
市场占有率排名前 3 位，远销法国、新
西兰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 年，
生产新能源客车达到2000多台，实现
整体营业收入10亿多元。

主动作为化危机为新机

今年初，受疫情影响，产自湖北的

底盘、仪表台、内饰件等部件，因物流不
畅，迟迟不能运抵常德。分布各地的
300多名员工，很大一部分不能及时到
岗，公司生产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公司迅速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高层和中层提前结束春节假期，立即返
回厂区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准备。

公司高层及营销人员通过网络视
频，积极与客户取得联系。当时,该公司
正与上海一家单位合作开发一款面向
未来的智能化程度较高的新车型。复工
复产后，两地多次开展视频会议，及时
有效地解决了有关研发问题。

疫情防控期间，常德中车新能源克
服种种困难，确保客户订单客车及时下
线。按约定，今年4月底，沙特阿拉伯客
户定制的首批“梦巴客”智慧型客车应
该交付。受疫情影响，客户不能到现场
验货。该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郑智中通
过网络视频，向客户逐一介绍车辆性
能、外观、内饰等各个细节。沙特客户对
产品很满意，并表示对未来的合作充满
信心。5 月初，这批“梦巴客”通过上海
港，顺利运抵沙特。

公司总经理杨学元介绍，今年来，
公司上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克服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

出口形势喜人，新增国外订单 400 多
台。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翻了几番。

打造新能源客车超级工厂

走出生产车间，记者便看见一栋大
型单体建筑拔地而起，气势宏伟，工人
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安装调试设备。

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宇翔说，老厂区场
地受限，为提高产能产量，推动产业升
级，在省委“建设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引
领区”的精神指引下，该公司启动“千亩
万台”产业园扩能项目建设，投资40亿
元，建设一个年产2万台的现代化客车
超级工厂。

“新的工厂将传承高铁科技，实现
关键工艺装备自动化、信息化，使用各
类机器人、机械手超过千台套。这里将
成为世界客车制造的标杆工厂，同时也
是中国中车集‘精益工厂、智能工厂、绿
色工厂、生态工厂、人文工厂’于一体的

‘中车新能源客车超级工厂’。”申宇翔
充满信心地说，新工厂将于今年 10 月
竣工投产，达产后将新增销售收入超
100亿元，新增就业人员5000人以上。

常德中车新能源强大的产业辐射
和带动能力，将极大促进本地汽车配套
产业的发展。目前，常德经开区占地
500 亩的汽车配套产业园一期项目正
在抓紧推进，预计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50亿元。

煤炭、电力、汽柴油等主要能源产品产量全面回升，企业
生产和居民生活用能得到有效保障——

守住能源保障安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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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中车新能源：打造新能源客车超级工厂
——来自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观摩企业的报道②

发挥职教优势
服务精准扶贫

——湖南职教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湖南日报7月28日
讯（记者 刘勇）洞庭湖
控制站城陵矶 28 日 13
时出现洪峰，水位34.74
米，超过保证水位 0.19
米，超过警戒水位 2.24
米。据悉，34.74 米为城
陵矶站自 2000 年以来
截至目前 20 年内的第
二高水位。

2002 年洞庭湖发
生 特 大 秋 汛 ，城 陵 矶
站 当 年 8 月 24 日 23
时水位达到 34.91 米，
为 2000 年 以 来 第 一
高水位。

2017年7月4日19
时，城陵矶站出现洪峰
水位 34.63 米，为 2000
年以来第三高水位。

今 年 7 月 12 日 5
时 30 分，城陵矶站出
现洪峰水位 34.58 米，
为 2000 年以来第四高
水位。

今年 7 月 25 日 16
时，城陵矶站水位达到
34.56 米，年内第二次
超 过 保 证 水 位（34.55
米）。与 7 月 12 日那次
超保证水位历时 15 小
时相比，此次超保证水
位已超过 72 小时。

截至28日21时，环
洞庭湖区仍有 16 站超
过警戒水位，防汛形势
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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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17时许，汨罗市磊石段堤坝四号出现管涌渗水，株洲市消防救援
支队支援汨罗的46名队员立即赶赴管涌点，采用沙袋垒筑围井进行堵漏。经过
两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有效控制了管涌渗水。7月6日，株洲市消防救援支队派
出队伍赴岳阳支援抗洪。7月23日，队伍转战汨罗，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

杨洋 摄

紧急排险


